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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論壇

※接續編載第38期高醫人第16屆傑出校友張文英、賴春生、
黃壽雄、張育美、黃純德、陳美妃得獎感言。

樂學至上，研究第一

疼愛高醫‧服務校友

第十六屆傑出校友 得獎感言[領導者類]

張文英〈醫學系第3屆〉
第十六屆傑出校友 得獎感言[領導者類]
到母親許世賢博士民主的思維以及妹妹張博雅在嘉
義市擔任市長為民熱心服務的感動，更是為自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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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壽雄〈藥學系第4屆〉

度之國際管樂節活動使嘉義市或為文化重鎮音樂之

首先感謝校友總會全體理監事的推薦及遴選委

都。在參與國內外醫學會外，當過六年之總統府國

員的一致認同，榮獲第十六屆母校領導者類傑出校

策顧問參與國政論壇提供建言，另以和平大使之身

友。這次得獎是第一屆總會全體理監事的榮耀，也

分參加NGO全球和平聯盟之開會，增進國際間之友誼

是對個人30多年來積極參與校友會和三年理事長任

並互相切磋增廣見聞。致力於NGO世界和平婦女會，

之榮譽，除了感謝校友總會各位理監事評審委員給

提倡婦權、真愛家庭，並促進婦女們生活認知，以

予我如此肯定，也要感謝賴春生院長的推薦，在此

致於發揮道德勇氣及責任，營造台灣成為真愛和平

由衷地感謝，並共同分享獲獎心得。

的公民社會及期望世界和平之到來。

內對母校及校友們無怨無悔付出心力的肯定，是我

即蒙系主任許志堯教授恩師提攜推薦進入日商田邊

自幼受到父母親在醫學領域以及政治領域琢磨

除了在醫院及政壇上任職，並擔任中華民國兒

在醫藥界就業、開業學長姊們的支持照顧，奠立了

之下，於台北國立師大附中畢業後，有緣在大學聯

童癌症基金會顧問醫師，中國醫藥學院及中山醫學

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業基礎和人脈，加上許教授的鼓

招填表時看到南部醫學搖籃的高雄醫學院名字，依

大學臨床指導副教授，讓更多的學子從學術到理論

勵和協助，於民國65年和幾位同學校友共同創建台

志願填寫被分發到高醫，從此以高醫為榮。民國51

能夠學以致用，並靈活的運用在實務上，這些都是

年畢業之後，繼續在醫學領域鑽研，曾獲日本第一

遵循母校所訂定宗旨中：「橫跨基礎醫學研究、醫

屆醫師會獎金到日本國立九州大學小兒科進修，並

學教育及醫療政策領域」之理念。再次感謝母校對

灣第一家全由藥師經營的本土GMP製藥廠---台灣派
頓製藥，個人堅持品質第一，服務至上的經營理

我的栽培及愛護，本人時時以「樂學至上、研究第

念，受到醫藥界的肯定，更因有散佈全省各地校友

科進修；民國61年榮獲總統任命令，至省立婦幼醫

一」為念，而得以發揮所學為社會服務爭取母校榮

們的惠顧支持，業務蒸蒸日上。回想20多年來若沒

院擔任小兒科主治醫師，在婦幼醫院從醫十年後，

耀。

有母校的栽培和校友們的疼惜支持，我們何能立足

再次榮獲總統任命令至省立台北醫院任職小兒科主

於台灣製藥界在個人一生事業生涯中，一直受到校

任，在此期間曾至偏遠地區做醫療工作；民國71年

友們的照顧和協助，飲水思源，感恩於此遂對自己

至台北市古亭區衛生所服務擔任所長，採用正式醫
學院畢業醫師為其衛生所醫師並賞罰分明，為了提

友，30多年來從積極參與校友會會務，曾歷任藥學
系及全校校友會理監事、常務理監事、會長，到三

域知識，獲行政院衛生署獎金到美國麻薩諸塞州州

年前接下改組校友會成立第一屆校友總會的重任，

立公共衛生學學院進修，盡心盡力地對民眾作衛生

擴大理監事會組織，含蓋六大學院校友代表、讓更

教育，提升民眾的生活健康品質，並於任職期間榮

多關心母校的校友有機會參與會務之運作，發揮總

獎項。爾後，當選國民大會代表六年，盡心盡力為
國家修訂相關憲法使人民受益，如醫藥分業及募兵

共同表達對母校支持的決心，我也能圓滿達成母校
和海內外校友們交付的任務。

回顧40多年來的歲月，內人燕雀一直協助我，
讓我無後顧之憂，尤其三年總會理事長任內，三年
三次全程陪我參加日本、美國的校友大會，無怨無
悔的支持和鼓勵，讓我能全心全力達成校友總會交
付的任務，再次感謝所有支持我的校友們，更謝謝
遴選委員的一致肯定，特別是能得到遴選委員之一
的陳田柏教授的認同更具深遠的意義，獲得這項殊
榮，讓我有機會實現身為高醫人的驕傲，並永遠以
身為高醫人為榮。

會多元化功能，並得到各學院代表、全體理監事的
共識、今後校友總會理事長的人選不再一直由一個
學院校友擔任的舊模式，決議由六大學院輪流負責

制之提案、六縣市民主縣市長聯盟與週休二日的推

的典範，期望能藉由不同的專才風格領導校友總

動等，並在擔任國大代表期間當選嘉義市市長，在

會，發揮更多元的功能、服務校友、促進母校的研

候選人六選一的激烈競爭中脫穎而出，不僅僅是受

究發展。

FORUM

謝評審委員給予的鼓勵及肯定，讓我有此榮幸受頒

友的支持與肯定，讓愛惜母校的校友們團結一致，

許下諾言，有生之年將全心全力疼愛高醫、服務校

行政人員寫論文。為不怠其職，增進公共衛生學領

獲中華民國第一屆十大傑出女醫師金龍獎。非常感

國、日本各地宣慰校友，雖備極辛勞，終能獲得校

校友論壇

升醫藥相關人員的品質，鼓勵並指導醫、護、藥及

長等為凝聚國內外校友們的向心力，每年均赴美

一生中所獲得的最高榮譽。自民國54年藥學系畢業

製藥服務，經過十一年嚴格外勤磨練成長，更受到

到國立台灣大學小兒科、早產兒科、血液科、復健

內憂外患的困境，也困擾了海內外的校友，幸賴在
這風雨飄搖之際，個人和余幸司校長、鍾育志副校

長的故鄉，為純樸的嘉義市民服務，並推動一年一

非常榮幸獲得第十六屆母校領導者類傑出校友

2008-2011年真是多事之秋的任期，母校陷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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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編載第38期高醫人第16屆傑出校友張文英、賴春生、
黃壽雄、張育美、黃純德、陳美妃得獎感言。

樂學至上，研究第一

疼愛高醫‧服務校友

第十六屆傑出校友 得獎感言[領導者類]

張文英〈醫學系第3屆〉
第十六屆傑出校友 得獎感言[領導者類]
到母親許世賢博士民主的思維以及妹妹張博雅在嘉
義市擔任市長為民熱心服務的感動，更是為自己生

31

黃壽雄〈藥學系第4屆〉

度之國際管樂節活動使嘉義市或為文化重鎮音樂之

首先感謝校友總會全體理監事的推薦及遴選委

都。在參與國內外醫學會外，當過六年之總統府國

員的一致認同，榮獲第十六屆母校領導者類傑出校

策顧問參與國政論壇提供建言，另以和平大使之身

友。這次得獎是第一屆總會全體理監事的榮耀，也

分參加NGO全球和平聯盟之開會，增進國際間之友誼

是對個人30多年來積極參與校友會和三年理事長任

並互相切磋增廣見聞。致力於NGO世界和平婦女會，

之榮譽，除了感謝校友總會各位理監事評審委員給

提倡婦權、真愛家庭，並促進婦女們生活認知，以

予我如此肯定，也要感謝賴春生院長的推薦，在此

致於發揮道德勇氣及責任，營造台灣成為真愛和平

由衷地感謝，並共同分享獲獎心得。

的公民社會及期望世界和平之到來。

內對母校及校友們無怨無悔付出心力的肯定，是我

即蒙系主任許志堯教授恩師提攜推薦進入日商田邊

自幼受到父母親在醫學領域以及政治領域琢磨

除了在醫院及政壇上任職，並擔任中華民國兒

在醫藥界就業、開業學長姊們的支持照顧，奠立了

之下，於台北國立師大附中畢業後，有緣在大學聯

童癌症基金會顧問醫師，中國醫藥學院及中山醫學

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業基礎和人脈，加上許教授的鼓

招填表時看到南部醫學搖籃的高雄醫學院名字，依

大學臨床指導副教授，讓更多的學子從學術到理論

勵和協助，於民國65年和幾位同學校友共同創建台

志願填寫被分發到高醫，從此以高醫為榮。民國51

能夠學以致用，並靈活的運用在實務上，這些都是

年畢業之後，繼續在醫學領域鑽研，曾獲日本第一

遵循母校所訂定宗旨中：「橫跨基礎醫學研究、醫

屆醫師會獎金到日本國立九州大學小兒科進修，並

學教育及醫療政策領域」之理念。再次感謝母校對

灣第一家全由藥師經營的本土GMP製藥廠---台灣派
頓製藥，個人堅持品質第一，服務至上的經營理

我的栽培及愛護，本人時時以「樂學至上、研究第

念，受到醫藥界的肯定，更因有散佈全省各地校友

科進修；民國61年榮獲總統任命令，至省立婦幼醫

一」為念，而得以發揮所學為社會服務爭取母校榮

們的惠顧支持，業務蒸蒸日上。回想20多年來若沒

院擔任小兒科主治醫師，在婦幼醫院從醫十年後，

耀。

有母校的栽培和校友們的疼惜支持，我們何能立足

再次榮獲總統任命令至省立台北醫院任職小兒科主

於台灣製藥界在個人一生事業生涯中，一直受到校

任，在此期間曾至偏遠地區做醫療工作；民國71年

友們的照顧和協助，飲水思源，感恩於此遂對自己

至台北市古亭區衛生所服務擔任所長，採用正式醫
學院畢業醫師為其衛生所醫師並賞罰分明，為了提

友，30多年來從積極參與校友會會務，曾歷任藥學
系及全校校友會理監事、常務理監事、會長，到三

域知識，獲行政院衛生署獎金到美國麻薩諸塞州州

年前接下改組校友會成立第一屆校友總會的重任，

立公共衛生學學院進修，盡心盡力地對民眾作衛生

擴大理監事會組織，含蓋六大學院校友代表、讓更

教育，提升民眾的生活健康品質，並於任職期間榮

多關心母校的校友有機會參與會務之運作，發揮總

獎項。爾後，當選國民大會代表六年，盡心盡力為
國家修訂相關憲法使人民受益，如醫藥分業及募兵

共同表達對母校支持的決心，我也能圓滿達成母校
和海內外校友們交付的任務。

回顧40多年來的歲月，內人燕雀一直協助我，
讓我無後顧之憂，尤其三年總會理事長任內，三年
三次全程陪我參加日本、美國的校友大會，無怨無
悔的支持和鼓勵，讓我能全心全力達成校友總會交
付的任務，再次感謝所有支持我的校友們，更謝謝
遴選委員的一致肯定，特別是能得到遴選委員之一
的陳田柏教授的認同更具深遠的意義，獲得這項殊
榮，讓我有機會實現身為高醫人的驕傲，並永遠以
身為高醫人為榮。

會多元化功能，並得到各學院代表、全體理監事的
共識、今後校友總會理事長的人選不再一直由一個
學院校友擔任的舊模式，決議由六大學院輪流負責

制之提案、六縣市民主縣市長聯盟與週休二日的推

的典範，期望能藉由不同的專才風格領導校友總

動等，並在擔任國大代表期間當選嘉義市市長，在

會，發揮更多元的功能、服務校友、促進母校的研

候選人六選一的激烈競爭中脫穎而出，不僅僅是受

究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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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評審委員給予的鼓勵及肯定，讓我有此榮幸受頒

友的支持與肯定，讓愛惜母校的校友們團結一致，

許下諾言，有生之年將全心全力疼愛高醫、服務校

行政人員寫論文。為不怠其職，增進公共衛生學領

獲中華民國第一屆十大傑出女醫師金龍獎。非常感

國、日本各地宣慰校友，雖備極辛勞，終能獲得校

校友論壇

升醫藥相關人員的品質，鼓勵並指導醫、護、藥及

長等為凝聚國內外校友們的向心力，每年均赴美

一生中所獲得的最高榮譽。自民國54年藥學系畢業

製藥服務，經過十一年嚴格外勤磨練成長，更受到

到國立台灣大學小兒科、早產兒科、血液科、復健

內憂外患的困境，也困擾了海內外的校友，幸賴在
這風雨飄搖之際，個人和余幸司校長、鍾育志副校

長的故鄉，為純樸的嘉義市民服務，並推動一年一

非常榮幸獲得第十六屆母校領導者類傑出校友

2008-2011年真是多事之秋的任期，母校陷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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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會感恩與愛的生活真諦
第十六屆傑出校友 得獎感言[母校貢獻類]

賴春生〈醫學系第18屆〉

各位敬愛的高醫大恩師校友與可愛的學弟妹

「凡走過必留下痕跡」，問題是膚淺可磨滅

已有33年的歲月在高醫渡過。在長期醫療專業的
生涯之中，慢慢體會”感恩”與”愛”的生活真
諦，原來付出是一種甜美芬芳的果實，在獲得傑

滿的感恩!

在醫學大學及附屬醫學中心任職是一種福
氣，因為它具有無限寬廣的舞台，集合”教學、
研究、服務”的資源，在倫理常規之下，任你發
揮，與其說對母校的貢獻，倒不如說對母校的反
哺回饋，略述足跡一、二如下：

(一)教學：任職醫學系暨後醫系主任期間，
從2004年起引領醫學系課程全盤改革，由學科為
主(discipline-based)的單一科目改為器官系統
為主(organ system based)的整合課程，並在課
程中加入PBL、clinical skills、feedback及明
確的評估方式與教學目的，此項革命式的課程改
革奠定了高醫在台灣醫學教育改革史上的定位。
促成學士後醫學系自2006年起有獨立之系主任及

之多元教育。

世界八大名校遊學之旅。這樣的

興醫師也是醫學系26屆的校友，所以我們是高醫

經驗讓我建立了全球的視野，也

大標準的「校對」。我個人覺得非常幸運，除了

正式開啟了領導與智慧之門。

(三)服務：民國78年謝獻臣院長派職擔任鳳

外一半。那時候學校的名稱叫作高雄醫學院，不

明朝大儒王陽明先生是儒家

是叫做高雄醫學大學。高雄醫學院從我們念書的

革新者，所謂的新儒家思想。他

時候即是南台灣醫學科學教育中心及醫療重鎮，

提出 「知行合一」， 知之真切

而「樂學至上，研究第一」的校風傳統，如同陽

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

光溫暖的南台灣，始終是如此的親切與熱情 !

即是知。在此學姊要送給學弟妹
們一句話，人生的成功之道，是

山醫院院長，民國87年蔡瑞熊校長派職擔任小港
醫院院長，民國92年王國照校長派職擔任附院副
院長及醫學系主任，民國95年余幸司校長派職擔
任醫學院院長，醫療與教學行政主管之職務幾無
間斷，除了專業整形的皮瓣血流、糖尿病足治
療、眼瞼下垂矯正手術...的研究外，最令我快
樂的莫過於在學習過程中不斷進步，專業上不斷
創新發明更好的手術方式來服務病人，行政上在

畢業之後，我與夫婿回到家鄉桃園。剛開

「從實踐當中學習」(doing and

始，我的夫婿徐萬興醫師在省立桃園醫院擔任外

going)，也就是「知行合一」。

科醫師。1990年，我們於楊梅接手了天成醫院，
從開始的30張病床規模，發展至目前包含二家

我由衷地感謝母校頒給我「傑出校友」。我要

醫院、三個院區、總床數約九百床。天成醫療體

以此殊榮，繼續鞭策鼓勵自己，目前不敢言有成

系發展至今，目前是南桃園最大的醫療體系，就

就，但我會持續專注於本業的經營，提升醫療設

是因為創業時，謹記高醫大「堅忍自強，勵學濟

備，服務更多民眾，善盡社會責任，更要透過不間

世」校訓傳統，進而深刻地影響了我個人經營醫

斷的學習，汲取更多的知識，發揮正面影響力。感

附院創立自費給付辦法，在小港醫院期間與同仁

院的管理哲學。在此我想跟各位學弟妹分享的

謝高醫大的栽培，我更以作為高醫大的校友為榮！

一起開發PAC System來快速傳輸影像系統。個人

是，高醫畢業時，其實我是以普通的成績畢業，

謝謝大家！

一直惦記在心的是，行政主管最主要的工作在於

但是在我工作以後，我發現許多社會上有成就與

服務我們的員工與我們的病人，只有快樂的員工

重大貢獻者，並非全出自於名校畢業生，往往是

才有幸福的病患!

一些具備對各項事務好奇、積極、創新、負責
任，勇於接受各種挑戰的人，這樣才能比較有成

期待有更多的後輩回饋母校，因為我們來自

功的機會!

高醫，We Love KMU!
反觀現在許多大學畢業生，普遍存在眼高手
低的毛病，對於許多重要資訊的掌握，也常常只
集資料與循序漸進的閱讀，自然無法分辨資訊與
培養獨立思考的能力。

與研究資源，成立以臨床為導向的研究中心，醫
學院整體研究指教(RPI)從2006年的40.7提升到

我想分享的個人經驗是，我在經營多年醫院

2011年的64.6，研究補助經費從1.8億提升到2.6

以後，我前往國立中央大學EMBA學習，之後繼續

億多元，論文篇數從495篇進步到561篇，臨床醫

參加中國長江商學院、中歐國際工商學院CEO班

學更躍升全國排名第四，世界排名第322(ESI)。

課程、西班牙IESE商學院、法國歐洲商學院
(INSEAD)、瑞士洛桑商學院及英國倫敦商學院等

FORUM

成立臨床醫學研究所，整併系所合一，擴大師資

全球知名CEO班，完成數十萬公里

們大家好，我是藥學系21屆校友，我的夫婿徐萬

會上網Google，不願意花時間去圖書館踏實的蒐
(二)研究：任職醫學院院長期間，在2008年

張育美〈藥學系第21屆〉

校友論壇

上課教室，並開創銜接課程，落實學習者為中心

第十六屆傑出校友 得獎感言[母校貢獻類]

能在母校學習專長之外，還在求學當中認識到另

的足跡？抑或永續持久的烙印？屈指一算畢業後

出校友殊榮之際，除了倍感欣慰外，心中還是滿

人生的成功之道，
是「從實踐當中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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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會感恩與愛的生活真諦
第十六屆傑出校友 得獎感言[母校貢獻類]

賴春生〈醫學系第18屆〉

各位敬愛的高醫大恩師校友與可愛的學弟妹

「凡走過必留下痕跡」，問題是膚淺可磨滅

已有33年的歲月在高醫渡過。在長期醫療專業的
生涯之中，慢慢體會”感恩”與”愛”的生活真
諦，原來付出是一種甜美芬芳的果實，在獲得傑

滿的感恩!

在醫學大學及附屬醫學中心任職是一種福
氣，因為它具有無限寬廣的舞台，集合”教學、
研究、服務”的資源，在倫理常規之下，任你發
揮，與其說對母校的貢獻，倒不如說對母校的反
哺回饋，略述足跡一、二如下：

(一)教學：任職醫學系暨後醫系主任期間，
從2004年起引領醫學系課程全盤改革，由學科為
主(discipline-based)的單一科目改為器官系統
為主(organ system based)的整合課程，並在課
程中加入PBL、clinical skills、feedback及明
確的評估方式與教學目的，此項革命式的課程改
革奠定了高醫在台灣醫學教育改革史上的定位。
促成學士後醫學系自2006年起有獨立之系主任及

之多元教育。

世界八大名校遊學之旅。這樣的

興醫師也是醫學系26屆的校友，所以我們是高醫

經驗讓我建立了全球的視野，也

大標準的「校對」。我個人覺得非常幸運，除了

正式開啟了領導與智慧之門。

(三)服務：民國78年謝獻臣院長派職擔任鳳

外一半。那時候學校的名稱叫作高雄醫學院，不

明朝大儒王陽明先生是儒家

是叫做高雄醫學大學。高雄醫學院從我們念書的

革新者，所謂的新儒家思想。他

時候即是南台灣醫學科學教育中心及醫療重鎮，

提出 「知行合一」， 知之真切

而「樂學至上，研究第一」的校風傳統，如同陽

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

光溫暖的南台灣，始終是如此的親切與熱情 !

即是知。在此學姊要送給學弟妹
們一句話，人生的成功之道，是

山醫院院長，民國87年蔡瑞熊校長派職擔任小港
醫院院長，民國92年王國照校長派職擔任附院副
院長及醫學系主任，民國95年余幸司校長派職擔
任醫學院院長，醫療與教學行政主管之職務幾無
間斷，除了專業整形的皮瓣血流、糖尿病足治
療、眼瞼下垂矯正手術...的研究外，最令我快
樂的莫過於在學習過程中不斷進步，專業上不斷
創新發明更好的手術方式來服務病人，行政上在

畢業之後，我與夫婿回到家鄉桃園。剛開

「從實踐當中學習」(doing and

始，我的夫婿徐萬興醫師在省立桃園醫院擔任外

going)，也就是「知行合一」。

科醫師。1990年，我們於楊梅接手了天成醫院，
從開始的30張病床規模，發展至目前包含二家

我由衷地感謝母校頒給我「傑出校友」。我要

醫院、三個院區、總床數約九百床。天成醫療體

以此殊榮，繼續鞭策鼓勵自己，目前不敢言有成

系發展至今，目前是南桃園最大的醫療體系，就

就，但我會持續專注於本業的經營，提升醫療設

是因為創業時，謹記高醫大「堅忍自強，勵學濟

備，服務更多民眾，善盡社會責任，更要透過不間

世」校訓傳統，進而深刻地影響了我個人經營醫

斷的學習，汲取更多的知識，發揮正面影響力。感

附院創立自費給付辦法，在小港醫院期間與同仁

院的管理哲學。在此我想跟各位學弟妹分享的

謝高醫大的栽培，我更以作為高醫大的校友為榮！

一起開發PAC System來快速傳輸影像系統。個人

是，高醫畢業時，其實我是以普通的成績畢業，

謝謝大家！

一直惦記在心的是，行政主管最主要的工作在於

但是在我工作以後，我發現許多社會上有成就與

服務我們的員工與我們的病人，只有快樂的員工

重大貢獻者，並非全出自於名校畢業生，往往是

才有幸福的病患!

一些具備對各項事務好奇、積極、創新、負責
任，勇於接受各種挑戰的人，這樣才能比較有成

期待有更多的後輩回饋母校，因為我們來自

功的機會!

高醫，We Love KMU!
反觀現在許多大學畢業生，普遍存在眼高手
低的毛病，對於許多重要資訊的掌握，也常常只
集資料與循序漸進的閱讀，自然無法分辨資訊與
培養獨立思考的能力。

與研究資源，成立以臨床為導向的研究中心，醫
學院整體研究指教(RPI)從2006年的40.7提升到

我想分享的個人經驗是，我在經營多年醫院

2011年的64.6，研究補助經費從1.8億提升到2.6

以後，我前往國立中央大學EMBA學習，之後繼續

億多元，論文篇數從495篇進步到561篇，臨床醫

參加中國長江商學院、中歐國際工商學院CEO班

學更躍升全國排名第四，世界排名第322(ESI)。

課程、西班牙IESE商學院、法國歐洲商學院
(INSEAD)、瑞士洛桑商學院及英國倫敦商學院等

FORUM

成立臨床醫學研究所，整併系所合一，擴大師資

全球知名CEO班，完成數十萬公里

們大家好，我是藥學系21屆校友，我的夫婿徐萬

會上網Google，不願意花時間去圖書館踏實的蒐
(二)研究：任職醫學院院長期間，在2008年

張育美〈藥學系第21屆〉

校友論壇

上課教室，並開創銜接課程，落實學習者為中心

第十六屆傑出校友 得獎感言[母校貢獻類]

能在母校學習專長之外，還在求學當中認識到另

的足跡？抑或永續持久的烙印？屈指一算畢業後

出校友殊榮之際，除了倍感欣慰外，心中還是滿

人生的成功之道，
是「從實踐當中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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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與回饋
今日你以高醫為榮，明日高醫以你為榮
第十六屆傑出校友 得獎感言
[社會人類文化貢獻類]

黃純德〈牙學系第10屆〉

做個散播
「快樂、溫暖、大愛」種子的人

去年承蒙大家的支持獲得醫療奉獻獎，在頒獎

雖出生在台北，18歲以前大

我是陳美妃，是N74（系11）及研2的校友。

典禮時，主持人問我一句話：「您為身心障礙者提

部分生活都在台北，那時雖

感謝王秀紅院長、護理系校友會沈素月會長、王

供牙科醫療保健服務那麼多年，請問您這二十六、

高醫只有三棟房舍，大家入

七年是怎麼熬過來的？」。我想如果我為身心障礙

學來報到時多會走錯地方到那

者進行牙科醫療保健服務時，無法從中得到一些原

時的九中（因九中的房舍比那

動力及樂趣，我絕對無法熬過來的。因為我的牙醫

時的高醫還更像大學樣），但我還是選擇在高醫

師證書並沒有規定我一定要做身心障礙者牙科；我

留下來，並且也使我留到現在。因為高醫「勵學

大學時，加入「幼幼慈惠社」，社團宗旨是

也可以去學現在最夯的植牙等，但我還是以從事身

濟世」傳統精神的傳承使我感動，也鼓舞著我，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參

心障礙者牙科，無怨無悔、甚至樂在其中的為他們

使我樂意為身心障礙者提供牙科醫療保健服務，

與社團活動，對我日後在基層和社區服務，幫助

提供醫療保健服務，最主要的原動力有兩點：一個

因為我覺得身為高醫人能有早期高醫精神的傳承

很大。大學畢業後在母校附設醫院服務，感謝賴

勵，成立高雄縣弘道大寮志工站，擔任站長至今13

原因是因為當我面對一位身心障礙者，剛開始時他

是一件很光榮的事。

春生院長指導傷口照顧。研究所畢業後回醫院服

年，免費訪視關懷鳳山、大寮等地的獨居老人，感

務，是高醫第一位臨床護理碩士，擔任糖尿病衛

恩陸續有450多位志工夥伴的參與，和數百位長輩

教護理師，感恩辛錫璋副院長指導糖尿病的知

給我們服務的機會。

們多半會極力抗拒、掙扎、哭鬧，但在我們醫事人

瑞霞主任、邱啟潤副教授的推薦，感謝評審委員
對我的肯定，才能得到這份榮譽。

第十六屆傑出校友 得獎感言
[社會人類文化貢獻類]

陳美妃〈護理系第11屆、護研所第2屆〉

員的努力（藉由行為溝通或靜脈鎮靜等方法）下，

一百多年前，台灣還是未開發，當時台灣的

慢慢的他們可以接受我們，甚至到最後會高興的來

三多是「地震多、颱風多、熱帶疾病多」，物產

找我們，那種欣喜感與成就感是無與倫比的。另外

極為稀少的時代，但台南新樓的馬雅各醫師、

一個原因是因為我覺得「照顧弱勢族群，是我們高

淡水的馬偕醫師、彰化的蘭大衛醫師相續遠從異

試辦計畫，累積日後問題處理能力，成立高醫糖

敏昇和我擔任小港醫院第一年住院醫師院外指

醫從建校以來的一個重要宗旨」。這正是我們高醫

地來到當時尚未開發的台灣，以當時他們精湛的

尿病病友團體，並感謝蔡瑞熊前校長讓我合聘回

導教師，每當年輕醫師到診所上課時，常叮嚀他

傳統的精神，也是今年我獲得校友會傑出校友獎的

醫療技術與藥品，協助我們的先祖，克服疾病帶

護理系擔任講師。

們：把握每個學習機會，不貪小利、知足感恩，把

原因吧。

來的災害與禍難。60年前台灣雖有一些建設，但
仍屬經濟未開發之地，當時菲律賓、越南、泰國

識，並參與衛生署84年推動的「出院準備服務」

工作當做是修行，可以一邊工作賺錢又能種福田。
一路走來，感恩高醫護理系的師長教導，更

並送每位醫師一本「當和尚遇到鑽石」，希望能在

感謝社區衛生護理組王秀紅院長、王瑞霞主任、

行醫生涯中影響學弟妹們正向思考，這是我們回饋

邱啟潤副教授、張

母校的心意。

高醫的建校是為了減少台灣醫療人力、醫療教

甚至馬來西亞的經濟發展都比我們好的時代，許

育的南北差距而設立的。接著高醫開設的山地醫療

多傳教士兼醫護人員遠從比利時、義大利、加拿

班也是為協助地理上居於交通不便、甚至為艱難地

大等國來到台灣的窮鄉僻壤，幫助我們偏遠地區

區的原住民，提供醫療資源與教育訓練。我們高醫

居民減少無醫療資源之苦。而台灣是地震多、颱

早期的教授們，像杜聰明教授、外科學郭宗波教

風等天然災難多的島嶼，每次台灣有大震災時，

資源連結」，使我終身受用無窮。感謝黃尚志主

我常想，我這輩子的使命是做個散播「快樂、

授、解剖學蔡滋理教授，他經常到山地作人類學相

外國的救援團體都義無反顧的來到台灣協助我們

任讓我到小港醫院，參與糖尿病保健推廣中心的

溫暖、大愛」種子的人，我一個人能力有限，希望

關的研究；寄生蟲學的謝獻臣教授、陳瑩霖教授他

救災。台灣現在已富裕起來，醫療人力及資源都

設立與到高醫腎臟照護學系兼課，更感恩吳鈴珠

能影響499位有相同理念的人，加上我就有500位，

們到非洲進行寄生蟲有關的研究，他們對弱勢族群

不匱乏，我們是否應該要起而行，協助那些需要

主任亦師亦友的知遇之恩。感恩我的恩師與貴

就可成為「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聞聲救苦」，

的研究精神、幫助他們解決種種不利的環境，及關

我們幫助的弱勢族群，需要我們協助的社區、國

人，讓我累積許多寶貴經驗，使我在社區服務時

將愛和溫暖傳送到每個角落。

懷他們的這種「勵學濟世」胸襟，不正是我們高醫

家，幫助醫療資源、衛生資源較為貧瘠的社區、

人的一項優良傳統嗎？歷年來，高醫校友們獲得醫

國家，減少他們的疾病與疼痛。把互助、關懷

療奉獻獎的人數一直是超過其他的院校，這不正是

的精神傳承下去，因為那也是一種「人道關懷與

我們高醫建校精神的一個傳承嗎？

互助」精神、也是我們高醫傳統精神的傳承與回

因為我們認為高醫未來的發展不應該受到藩籬的約
束，夠狂的吧。但這是高醫傳統以來一種胸懷大
地、充滿開拓蠻荒大地精神的表徵。這也正是我

透過如此的實踐，我們才會有「今日你以高
醫為榮，明日高醫以你為榮」的成就感。

能發揮護理與長期照護的專業。
名和利不是我們所要追求的目的，但卻是我們
先生黃敏昇（M74）到大寮開業，我也回到

行善時很重要的資糧。我很幸運的當選100年高雄

基層。除了在診所、輔英及高醫服務外，義務擔

市、全國好人好事代表，及101年獲得高雄縣優良

任縣政府的長照委員、大寮鄉公所低戶審查委

護理人員、台灣護理學會服務貢獻獎以及母校的傑

員，也到大崗山超峰寺當志工。加入中華民國弘

出校友。再次感謝我的恩師們，謝謝你們的提攜！

道老人福利基金會，感恩郭東曜前理事長的鼓

我們以身為高醫人為榮。

FORUM

早期，高醫是沒有校門或圍牆的，為什麼？

鍾信心教授、金繼春副教授，教我「廣結善緣、

校友論壇

饋。

紫副教授、楊美賞學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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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與回饋
今日你以高醫為榮，明日高醫以你為榮
第十六屆傑出校友 得獎感言
[社會人類文化貢獻類]

黃純德〈牙學系第10屆〉

做個散播
「快樂、溫暖、大愛」種子的人

去年承蒙大家的支持獲得醫療奉獻獎，在頒獎

雖出生在台北，18歲以前大

我是陳美妃，是N74（系11）及研2的校友。

典禮時，主持人問我一句話：「您為身心障礙者提

部分生活都在台北，那時雖

感謝王秀紅院長、護理系校友會沈素月會長、王

供牙科醫療保健服務那麼多年，請問您這二十六、

高醫只有三棟房舍，大家入

七年是怎麼熬過來的？」。我想如果我為身心障礙

學來報到時多會走錯地方到那

者進行牙科醫療保健服務時，無法從中得到一些原

時的九中（因九中的房舍比那

動力及樂趣，我絕對無法熬過來的。因為我的牙醫

時的高醫還更像大學樣），但我還是選擇在高醫

師證書並沒有規定我一定要做身心障礙者牙科；我

留下來，並且也使我留到現在。因為高醫「勵學

大學時，加入「幼幼慈惠社」，社團宗旨是

也可以去學現在最夯的植牙等，但我還是以從事身

濟世」傳統精神的傳承使我感動，也鼓舞著我，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參

心障礙者牙科，無怨無悔、甚至樂在其中的為他們

使我樂意為身心障礙者提供牙科醫療保健服務，

與社團活動，對我日後在基層和社區服務，幫助

提供醫療保健服務，最主要的原動力有兩點：一個

因為我覺得身為高醫人能有早期高醫精神的傳承

很大。大學畢業後在母校附設醫院服務，感謝賴

勵，成立高雄縣弘道大寮志工站，擔任站長至今13

原因是因為當我面對一位身心障礙者，剛開始時他

是一件很光榮的事。

春生院長指導傷口照顧。研究所畢業後回醫院服

年，免費訪視關懷鳳山、大寮等地的獨居老人，感

務，是高醫第一位臨床護理碩士，擔任糖尿病衛

恩陸續有450多位志工夥伴的參與，和數百位長輩

教護理師，感恩辛錫璋副院長指導糖尿病的知

給我們服務的機會。

們多半會極力抗拒、掙扎、哭鬧，但在我們醫事人

瑞霞主任、邱啟潤副教授的推薦，感謝評審委員
對我的肯定，才能得到這份榮譽。

第十六屆傑出校友 得獎感言
[社會人類文化貢獻類]

陳美妃〈護理系第11屆、護研所第2屆〉

員的努力（藉由行為溝通或靜脈鎮靜等方法）下，

一百多年前，台灣還是未開發，當時台灣的

慢慢的他們可以接受我們，甚至到最後會高興的來

三多是「地震多、颱風多、熱帶疾病多」，物產

找我們，那種欣喜感與成就感是無與倫比的。另外

極為稀少的時代，但台南新樓的馬雅各醫師、

一個原因是因為我覺得「照顧弱勢族群，是我們高

淡水的馬偕醫師、彰化的蘭大衛醫師相續遠從異

試辦計畫，累積日後問題處理能力，成立高醫糖

敏昇和我擔任小港醫院第一年住院醫師院外指

醫從建校以來的一個重要宗旨」。這正是我們高醫

地來到當時尚未開發的台灣，以當時他們精湛的

尿病病友團體，並感謝蔡瑞熊前校長讓我合聘回

導教師，每當年輕醫師到診所上課時，常叮嚀他

傳統的精神，也是今年我獲得校友會傑出校友獎的

醫療技術與藥品，協助我們的先祖，克服疾病帶

護理系擔任講師。

們：把握每個學習機會，不貪小利、知足感恩，把

原因吧。

來的災害與禍難。60年前台灣雖有一些建設，但
仍屬經濟未開發之地，當時菲律賓、越南、泰國

識，並參與衛生署84年推動的「出院準備服務」

工作當做是修行，可以一邊工作賺錢又能種福田。
一路走來，感恩高醫護理系的師長教導，更

並送每位醫師一本「當和尚遇到鑽石」，希望能在

感謝社區衛生護理組王秀紅院長、王瑞霞主任、

行醫生涯中影響學弟妹們正向思考，這是我們回饋

邱啟潤副教授、張

母校的心意。

高醫的建校是為了減少台灣醫療人力、醫療教

甚至馬來西亞的經濟發展都比我們好的時代，許

育的南北差距而設立的。接著高醫開設的山地醫療

多傳教士兼醫護人員遠從比利時、義大利、加拿

班也是為協助地理上居於交通不便、甚至為艱難地

大等國來到台灣的窮鄉僻壤，幫助我們偏遠地區

區的原住民，提供醫療資源與教育訓練。我們高醫

居民減少無醫療資源之苦。而台灣是地震多、颱

早期的教授們，像杜聰明教授、外科學郭宗波教

風等天然災難多的島嶼，每次台灣有大震災時，

資源連結」，使我終身受用無窮。感謝黃尚志主

我常想，我這輩子的使命是做個散播「快樂、

授、解剖學蔡滋理教授，他經常到山地作人類學相

外國的救援團體都義無反顧的來到台灣協助我們

任讓我到小港醫院，參與糖尿病保健推廣中心的

溫暖、大愛」種子的人，我一個人能力有限，希望

關的研究；寄生蟲學的謝獻臣教授、陳瑩霖教授他

救災。台灣現在已富裕起來，醫療人力及資源都

設立與到高醫腎臟照護學系兼課，更感恩吳鈴珠

能影響499位有相同理念的人，加上我就有500位，

們到非洲進行寄生蟲有關的研究，他們對弱勢族群

不匱乏，我們是否應該要起而行，協助那些需要

主任亦師亦友的知遇之恩。感恩我的恩師與貴

就可成為「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聞聲救苦」，

的研究精神、幫助他們解決種種不利的環境，及關

我們幫助的弱勢族群，需要我們協助的社區、國

人，讓我累積許多寶貴經驗，使我在社區服務時

將愛和溫暖傳送到每個角落。

懷他們的這種「勵學濟世」胸襟，不正是我們高醫

家，幫助醫療資源、衛生資源較為貧瘠的社區、

人的一項優良傳統嗎？歷年來，高醫校友們獲得醫

國家，減少他們的疾病與疼痛。把互助、關懷

療奉獻獎的人數一直是超過其他的院校，這不正是

的精神傳承下去，因為那也是一種「人道關懷與

我們高醫建校精神的一個傳承嗎？

互助」精神、也是我們高醫傳統精神的傳承與回

因為我們認為高醫未來的發展不應該受到藩籬的約
束，夠狂的吧。但這是高醫傳統以來一種胸懷大
地、充滿開拓蠻荒大地精神的表徵。這也正是我

透過如此的實踐，我們才會有「今日你以高
醫為榮，明日高醫以你為榮」的成就感。

能發揮護理與長期照護的專業。
名和利不是我們所要追求的目的，但卻是我們
先生黃敏昇（M74）到大寮開業，我也回到

行善時很重要的資糧。我很幸運的當選100年高雄

基層。除了在診所、輔英及高醫服務外，義務擔

市、全國好人好事代表，及101年獲得高雄縣優良

任縣政府的長照委員、大寮鄉公所低戶審查委

護理人員、台灣護理學會服務貢獻獎以及母校的傑

員，也到大崗山超峰寺當志工。加入中華民國弘

出校友。再次感謝我的恩師們，謝謝你們的提攜！

道老人福利基金會，感恩郭東曜前理事長的鼓

我們以身為高醫人為榮。

FORUM

早期，高醫是沒有校門或圍牆的，為什麼？

鍾信心教授、金繼春副教授，教我「廣結善緣、

校友論壇

饋。

紫副教授、楊美賞學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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